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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⼈平安!�
今天我們⼀群孩⼦在我們當中⼀起敬拜，覺得很特別

很喜樂嗎︖我看到這些孩⼦們，其實我們在做爸爸媽媽
的，我們要有個概念，就說我們應該怎麼去保護、幫助、
成全引導我們的孩⼦。你知道嗎︖有⼀個犯罪集團在這個
世代當中是專⾨綁架孩⼦的，有聽過這個消息嗎︖有。他
們會綁架孩⼦對不對︖然後把你去販售，如果你賣不掉的
話，就把你的⼿腳砍斷或者是你的眼睛戳瞎讓你去乞討，
要不然就是販賣你的器官，有聽過這種駭⼈的新聞嗎︖很
可怕是不是︖所以在這個世代當中我們就發現，其實靈界
當中也有⼀個犯罪集團，牠�
要偷竊、殺害、毀壞我們的孩⼦，在我們神國下⼀代

裡的⾯，使他也可能會遇到這樣⼀個挑戰和難處。�
在教會裡⾯我們會有⼀個很傻很天真的想法，那就是

「仇敵惡者應該不會想要攻擊我吧︖」有沒有聽過這句
話︖有沒有︖「不要太追求愛主敬虔，那撒旦就不會攻擊
了。」有聽到這種話「受洗了不就⼀⽣平安上天堂了
嗎︖」還有「屬靈爭戰應該是給很屬靈的⼈去爭戰，我這
種普通屬靈的就不要參加了，這種爭戰有危險。我很普
通，我應該不是魔鬼的主要攻擊對象，是那種領袖型的，
他們才是魔鬼主要攻擊對象，我是躲在下⾯。」有沒有這
種想法的︖我們有這種想法。家⼈們，這是很傻、很天真
的想法，有個最近整個世界局勢的新聞深深觸動到我，因
為這個我就想說：「這個爭戰的事情真的就這樣發⽣
嗎︖」�
看看這個新聞，俄國總統普京發出⼀個命令，徵召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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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的年輕⼈上戰場，所以⼀時之間整個俄國跑掉了25萬個
年輕⼈。他們有些的躲避兵役的辦法：要求朋友把我的腳
踩斷，所以他把他的腳放在樓梯這邊，然後叫他的朋友跳
過來把他腳踩斷，為了要逃避兵役︔有⼈上去找，結果役
男躲在哪裡︖躲到冰箱裡⾯，笑死⼈，怎麼會有這種想
法︖還有⼈騎腳踏⾞，從俄國⼀路騎到別的國家，騎了5
天︔沒有腳踏⾞就⾛路，汽⾞停住了，所以整個邊境⾞隊
逃兵潮蔓延16公⾥︔徵兵處遭到丟汽油彈，連徵兵的將軍
都被徵兵⼈開槍當場打死，「把我抓監牢吧！」所以普京
⼀直很⽣氣，凡是逃兵的⼈關10年。這樣⼤家就不逃兵了
嗎︖有沒有︖照逃啊，所以沒辦法。那徵兵征到哪些⼈︖
炮灰軍團！這些阿公、爺爺、爸爸就上來了，本來要訓練
半年的時間。你看像上次利未牧師不是放這麼嚴厲的訓
練，這都是勇⼠。這些阿公、爸爸們上戰場訓練幾天︖14
天。專家說根本是幹嘛︖狠充兵的。戰爭⼀觸即發，⼈預
備好了沒有︖�
親愛的家⼈，我們⼀直在臺上喊「 5 7 8 3」、

「5783」，我們要進入到神的新年，我們要進入到神的禧
年，我們進入到神的豐盛。你預備好了嗎︖在復興的同時
也是爭戰開始的同時。我們來看⼀節經⽂好不好︖這是我
今天的主題——耶和華軍隊的入伍訓練。�
預備好了嗎︖各位軍⼈覺得有點誤上賊船的，舉個⼿

好吧︖今天我不是來聽道的嗎︖我怎麼突然來個入伍訓練
了︖看⼀下經⽂好嗎︖來，《出埃及記》第6章26節，我們
⼀起來念⼀遍，請。「耶和華說：‘將以⾊列⼈按著他們
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來。’這是對那亞倫、摩西說的。」
再來看《出埃及記》12章的51節，預備來。「正當那⽇，
耶和華將以⾊列⼈按著他們的軍隊，從埃及地領出來。」
明明他們就只是⼀群奴隸，剛剛脫離了轄制，當他們⾛出
來的刹那，神說：「把我的軍隊領出來。」所以基督徒有
時候我們必須要有⼀個概念，我從信主受洗以後，⼈家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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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我都是信耶穌怎樣︖上天堂嘛！信耶穌得永⽣。怎麼這
麼奇怪︖這邊講到的是信耶穌，我要將來要當軍⼈了，我
們必須要知道神的概念。�
不是「我們來信主，我們就等著有⼈抬著轎⼦把我們

⼀路抬到天堂上去。」我們不要有那種很傻很天真的想
法，「仇敵應該不會找我，我只要保持低調，禱告會看不
⾒我，聚會看不⾒我，服侍也看不⾒我，這樣的服侍名單
沒有，我想撒旦就不會注意我。」你錯了！親愛的家⼈
們，你才是撒旦⾸要吞吃的物件。為什麼要講軍隊︖我們
可以講這是⼀群什麼︖⾃由團，釋放的⾃由團，⾃由⼈
團，為什麼神要講軍隊︖今天有三個很重要的屬靈原則，
必須在我們的⼼中來預備好，讓5783年的第⼀個主⽇，我
們來預備好。說：「主，如何⾯對5783︖我要進入到禧
年。」如果你不知道5783沒有關係，你只要記得這個是神
的兒女，我們要⾛進的⼀個祝福的時段。⾛進到神的時間
表的裡⾯，有三個很重要的屬靈原則，你必須要去抓住。�
為什麼要講軍隊︖因為軍隊的第⼀件事情，軍隊的出

發強調的就是我們⼀起出發。要⼀起出發，我們才有辦法
⼀起建造、⼀起前⾏。�
想像⼀下當天晚上出去男丁有多少⼈︖我都比出來

了，當天出來的男丁⼀共有多少⼈︖60萬個男丁，加上太
太，當時是⼀夫⼀妻制，希伯來⼈很會⽣，保守估計⽣兩
胎就好了，平常其實⼤部分都⽣三四胎的了，⽣兩胎就
好。你覺得當天晚上出來的以⾊列⼈保守估計會多少⼈︖
我們算200萬好了，打個折扣，160萬好不好︖出來的話還
要帶⽜還要帶⽺，你知道爸爸媽媽這樣前⾏，如果不按照
軍隊的編制，我告訴你⼀出發出去,絕對就是爸爸找不到女
兒，兒⼦找不到媽媽。�
亂成⼀團。你有帶⼈出去玩的經驗就知道了，15個⼈

就好，15個⼈拉的隊伍有多長︖如果你想想看200萬⼈，第
⼀隊出發的時候是⽩天清晨，可能到最後⼀隊要出發的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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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太陽都落下來，我還在原地。如果沒有按照軍隊的編制
的話，我們⾛不出去。整個教會如果我們不明⽩我是軍⼈
的身份，我不明⽩我進入到慕主先鋒教會，我不明⽩我受
洗，原來我有⼀個很重要的身份叫做軍⼈。我加入到軍
隊，那麼5783、5784、5785管你到2000、10000，我們還是
沒有辦法前⾏。�
三個很重要的屬靈原則：�
第⼀個，你必須要有⼀個健康可聽的⽿朵。有當兵經

驗或者女⽣有軍訓經驗的就知道，我們開始訓練，⼤家排
⼀排，領袖就會說「向左轉」，有沒有︖然後「向右
轉」。⼀些很搞笑的⽚，⼤家是左右搞不清楚。為什麼要
這樣訓練︖是訓練你會分左右嗎︖不是！是訓練你可聽的
⽿朵。尤其是我們在部隊剛訓練的時候，你知道好好笑，
當兵⼀開始就要先剃頭發對不對︖我們都講了，頭髮的失
去也代表智商的失去，你當兵頭髮⼀剃仿佛整個⼈變⽩
癡，向左轉向右轉都不會。所以他說，就訓練我們前進、
齊步⾛、向左轉、向右轉。那時候還沒有這樣趴下，訓練
你趴下的時候要注意看⼀下，當兵的⼈要看⼀下我的腳，
趴下的時候要注意什麼︖腳跟要幹嘛︖你都沒當過兵來，
趴下的時候腳跟要幹嗎︖腳跟要怎樣︖平貼地⾯!為什麼︖
因為⼦彈打來的時候不會打到你的腳跟，⽽且趴下的時候
要不要這樣趴下︖哎呦我的天哪！10秒鐘完成還是趴下⽴
刻就趴下，訓練迅速。訓練你的⽿朵，就讓你知道原來在
平常訓練向左轉、向右轉、齊步⾛，原來都在訓練我們的
⽿朵的靈敏，是⼀個健康可聽的⽿朵。�
說實在的，剛剛史蒂⽂牧師在這邊報告，六七項報

告，如果你沒有拿筆記的話，你真的不知道到底什麼時間
要發⽣什麼事情，是不是︖「琴與爐」你知道我第⼀次聽
到這個名字的時候，我以為是不是有⼈表演⽽我在那邊
BBQ。教會有「琴與爐」的活動，我很想參加，這是⼀個⼾
外有⾳樂，也有BBQ的⼀個聚會。他又講到有住棚節，「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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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節我聽都沒聽過，贖罪⽇我想的那是有罪的弟兄姊妹們
要去的⼀個地⽅。」如果我真的不瞭解教會的⾏動，教會
的⽅向，其實你聽到了你也不知道在講什麼，你第⼀個要
跟神禱告說：「主，求祢給我⼀個可聽的⽿，在教會的當
中神是元帥，神是領袖，祂所發出的每⼀個⾏動的指令，
我聽得懂。」你看過太多好笑的那種的軍⼈的⽚⼦，早上
起來集合亂七八糟，衣服沒穿叮叮噹當又⽔罐又什麼的，
我們看太多這種搞笑⽚。你想像⼀下，當夜，滿了430年那
⼀夜，耶和華說：「我的軍隊出發了」，結果那⼀群⼈出
發去哪裡︖今天要去幹嘛︖我為什麼要出去︖為什麼要今
天︖為什麼要晚上︖為什麼不⽩天︖你想想看，如果⼀⼤
群⼈——男丁60萬，加上婦女加上孩⼦保守估計200萬⼈，
⼀個⼈只要有⼀個意⾒，10%的⼈有意⾒好了，200萬，10%
的⼈有意⾒多少︖20萬的⼈有意⾒，你這個軍隊⾛不⾛得
了︖你別想⾛了。�
週⼀到週五早上的晨禱、琴與爐敬拜、⼩家聚會、週

末有主⽇聚會、查經班、禱告會，這些的聚會不是說這個
教會有好多活動，所有的聚會都在訓練你⼀件事，什麼︖
可聽的⽿。�
為什麼要讓弟兄們參加晨禱︖因為傳道⼈很愛講，不

是。傳道⼈早睡早起，NO。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忙得好晚，
之後我就問主說：「主啊，你是⼀個晚睡的⼈嗎︖為什麼
事⼯都要搞到那麼晚︖」等到我早上要起床的時候說：
「主啊，你是個早起的⼈嗎︖」對，主啊。所以有⼀陣⼦
我就跟神好多的對話，我想問問看：「主，你有休閒活動
嗎︖」禮拜1-6、禮拜天服侍都滿滿，「主，你有休閒活動
嗎︖」有⼀次我的太太她約幾個姐妹她們出去吃辣，相約
出去吃辣的東西，吃麻辣⽕鍋，你知道嗎︖前⼀個禮拜她
就非常快樂，期待著那⼀天終於可以出去吃辣了。那天我
⼀個⼈在家吃午飯，我就問說：「主，祢吃辣嗎︖如果祢
不吃辣，祢應該會留下來陪我。」我就很多跟主這樣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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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主就有回復我。有機會再跟你們講，主就回復我好多
對話，我就發覺⽣命當中你要去建造⼀個可聽的⽿，從你
⽣活當中的⼤⼩事去操練。�
晨禱我們⼀起禱告，我們⼀起讀神的話，有牧者在上

⾯傳講，你會發現你常常會去聽天⽗的聲⾳。藉著琴與爐
的敬拜，你可能不明⽩那是什麼︖就像是我以為是⼀個BBQ
的聚會，但是每當我來到琴與爐這個地⽅的時候，我都覺
得我的身、⼼、靈都可以在這裡得到⼀個安息跟釋放。尤
其這在忙碌的社會的當中，你我的靈很需要神的恢復，藉
著去聽、藉著禮拜天我們主⽇的聚會，我們在這裡，我們
不是講笑話可以聽，我們是講神的話語。�
禮拜天的早上7:00-9:00我們有禱告會，我們周間有⼩

家的聚會，我們都在做⼀件事，親愛的家⼈讓你的⽿朵醒
過來。因為你的⽿朵⼀醒過來，你越來越明⽩神的說話、
神的引導，你就去看到這個聚會對你⽽⾔不是⼀個宗教壓
⼒，不是⼀個勉強，⽽是神的聲⾳在呼喚著你，來靠近
祂、來聽祂。如果我們不習慣去操練⽿朵去聽神的聲⾳的
話，早上要參加晨禱，下班了我還要參加琴與爐啊，我還
要參加⼩家聚會，我還要參加主⽇，我還要參加禱告會，
你就會跟我⼀樣發出⼀樣的問題，「主耶穌，祢有休閒活
動嗎︖」當你被神的聲⾳引導的時候，你越來越明⽩這是
阿爸⽗的說話，所以我有⼀個可聽的⽿，其實我正在建造
⼀個與神愛的關係。�
常有基督徒說：「我很不容易聽到神的聲⾳，我也不

懂得什麼叫神的聲⾳，我聽不到我也不明⽩。」為什麼︖
因為在平⽇的⽣活當中，他不明⽩訓練⼀個可聽的⽿的重
要性。這可聽的⽿，可能不⾒得是說好聽的話，可能是在
你我的⽣命當中有時候是指正，有時候是責備，有時候是
安慰，有時候是⿎勵，但是你認得出那個聲⾳。有孩⼦的
爸媽都知道，孩⼦⼀回來有時候按電鈴我們說：「誰︖」
他只要說個「我」，我們就知道孩⼦回來了，有沒有︖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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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候我們的⽗母親，我們沒有聽到他講話，光聽⾛
路的聲⾳，你就知道那個是誰在家裡⾛路，有沒有︖有沒
有︖甚至有時候我們所愛的⼀些⼈，我們熟悉的⼀些⼈，
他只要「嗯嗯」，我們就知道那是誰，是不是︖以前我有
個神學院的⽼師，他⾛路就稍微有⼀點點⼩兒麻痹，但是
他喜歡帶鑰匙圈，所以⾛路就「哐啷哐啷」，我們就想笑
五⾦⾏⽼闆來了，為什麼︖他只是⾛路，連話都沒講，因
為我們熟悉他，熟悉他到⼀種地步，可聽的⽿就使我們知
道他在。那我們有沒有敏銳到⼀種地步，⽿朵熟悉到主耶
穌在。我們很細微的跟他談話當中，這是主的說話，「孩
⼦來晨禱，孩⼦你可以參加聚會，孩⼦在琴與爐當中我渴
望與你說話。」所有上⾯所講的聚會，不是要叫你來填表
我到了，⽽是在聚會的當中你需要去學會天⽗怎麼與你說
話︖�

《以賽亞書》50章第4節我們⼀起來念，來，請。「主
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⾆頭，使我知道怎樣⽤⾔語扶助疲乏
的⼈。主每早晨提醒，提醒我的⽿朵，使我能聽，像受教
者⼀樣。」5783年我真的⿎勵您,誠摯的在愛中邀約您，在
你的牧區週⼀到週五都有晨禱的聚會，如果你說：「真的
這麼早我爬不起來。」我們8:30-9:00也有⼀個半⼩時的晨
禱，我們幾個弟兄姐妹我們⼀起在那裡讀經，⼀起禱讀30
分鐘，讓你⼀整天當中活在神話語的智慧和能⼒裡⾯。如
果你說:」⽩天沒辦法。」我們有個下午的時段，下午
2:45--5:00。你說：「下午我不⾏。」我們也打算為職場
開晚上的時段。你說早上不⾏，上午不⾏，中午不⾏，下
午不⾏，晚上不⾏。親愛的家⼈，哪⼀個時間你⾏，主再
來的那⼀天嗎︖可聽的⽿是在平時的時候，我們與主的說
話、對話、讀經的過程當中就明⽩。我們在亞洲的家⼈，
我們晨禱正好是他們晚上的時間，我跟史蒂⽂牧師我們在
帶的時候，有兩個好寶貴的⾒證。有⼀個姐妹她說她身體
有⼀個很⼤的痛苦，因為前陣⼦開⼑，好像是中風，她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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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沒有辦法動，她就點開我們的晨禱Zoom的號碼，她就在
裡⾯⼀直聽⼀直聽，剛開始上線的時候真的是百呼不應，
zoom的⿆克風就是不開,也許你們現在已經很熟悉這個軟體
了，百呼不應既沒畫⾯又沒聲⾳，分到我的組兩三次，可
能是史蒂⽂刻意的，都分到我這組，叫他百呼不應：「跟
我們⼀起晨禱好嗎︖你⽅便給我們禱讀嗎︖你要跟我們讀
經嗎︖」她都不講話。有⼀天她突然做⾒證，她說最近她
躺在床上動都不能動，連按⿆克風的按鍵她都按不下去，
可是就在晨禱當中她⼀直聽著神的話、⼀直聽著神的話。
她最後的這幾天⼀直跟我們⾒證，她好感謝江牧師能夠渴
望各地的新婦可以得到餵養，我們開了很多晨禱的聚會，
讓她能夠去聽神的話，她整個⼈精氣神完全都恢復了，你
興奮嗎︖我興奮到說：「主啊，我們做了什麼︖我們不就
是禱讀跟讀祢的話嗎︖」神就對我說：「孩⼦，你不是也
常在臺上講的說：‘神的話字字句句都有能⼒嗎︖怎麼，
你不相信︖’」我說：「主，赦免我的⼩信。」讓我每⼀
次都知道，當我憑著信⼼宣告出神的話語的時候，祂的話
語必定帶來能⼒，每早晨、每早晨提醒我的⽿朵，給我受
教者的⾆頭，我能夠去扶持疲乏的⼈，我可以幫助他們從
軟弱中轉為剛強，我可以使他們從痛苦當中得到釋放，我
可以使他們從疾病當中得著完全地醫治。阿們。想參加晨
禱嗎︖還有⼀個姐妹，她說她跟她的孩⼦有極⼤地衝突，
沒有辦法跟孩⼦溝通，⼀溝通就吵架，⼀溝通就吵架，所
以她就說：「我雖然沒辦法，我每天做⼀件事，我收到的
這些背誦的經⽂，我今天得到經⽂我就⽤⼀個軟體（她們
中國常⽤的軟體）就寄給我的孩⼦，至少他看看經⽂，我
管他看不看，至少媽媽每天就傳經⽂給他。」她就傳給她
的孩⼦，她說她就上來就是這兩三個⽉，孩⼦跟她的關係
有⼀個極⼤地恢復，她也不知道為什麼。突然有⼀天她孩
⼦就說：「媽媽，謝謝你寄給我的經⽂，你的Zoom號碼多
少，我也可以來上。」你看神在做⼀個很細微的事情，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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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細膩地去聽祂的話語的時候，你所做的每⼀個回應，
你所做的每⼀個決定帶來的是極⼤地改變，那個不是透過
智商，那個不是透過你去做什麼樣的挽回，那個也不是透
過你做了什麼樣的改變，⽽是你真的是以尊榮神的話為優
先，神的話語就為你開路，阿們！�
我們來看《提摩太后書》4章3節：「因為時候要到，

⼈必厭煩純正的道理，⽿朵發癢，就隨從⾃⼰的情欲，增
添好些師傅。」你覺得時候到了嗎︖「時候要到」你覺得
是現在嗎︖在現在的聚會當中，我們說實在話，這個是真
的從我的⼼裡很沉重地去講出這樣的話，有時說我們在聽
道的當中，當這個道、當神的話語開始讓我覺得有點分⼼
的時候，第⼀個反應是什麼︖你會很想玩⼿機，這時候不
要收⼿機，太明顯了！千萬別收太明顯。我真的得要講，
不是你們，是我。連我都有這種衝動，明明有時候我都只
是在記錄事情記筆記開靜⾳，突然「叮咚」⼀個消息進
來，⼀看不錯，劃著劃，剛剛牧者講什麼，5分鐘過去了，
神的話就從我旁邊溜掉了。我說：「主，祢原諒我。」⼈
必厭煩純正的道理，有時候我們還沒有到厭煩，只是覺得
有點不太想聽⽽已，我只是不太想聽⽽已。「⽼掉牙了！
這跟我的⽣活離好遠，我還在想我的⼯作，還在想我的家
庭，還在想我的健康，還在想我的經濟，我有太多的事情
要去處理。今天臺上講了住棚節，什麼節︖贖罪⽇，我沒
什麼罪，這跟我有什麼關係！」以至於當我⼿機⼀滑出來
的時候，我⼈在這，但我⼼卻沒有在這。很可怕的⼀件事
情，你會隨從⾃⼰的情欲，你會開始增添好些師傅，就是
什麼︖我只想聽我想聽的。當我被分配到軍隊的時候，我
是有梯次我是有番號的，你是第幾師第幾旅第幾營第幾連
第幾排，你是被安排好的，以至於我在這個團隊裡⾯我知
道我的位分。所以有些⼈講說：「我們慕主先鋒教會這個
新婦軍隊太⾟苦了！其實我不想當海軍陸戰隊。利未牧師
那個給厲害的⼈去，我可不可以當空軍的福利社兵︖我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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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以當伙食兵︖」我蠻會搞笑的：「我來當康樂兵。」
我們會想要找⾃⼰喜歡的東西，我喜悅的東西。以至於對
於神的話，對於我⽽⾔，能聽的我接受，但不能聽的我想
對我有點壓⼒。把這句話記起來：「若是⼀個基督徒，渴
望耶穌進入我的⽣命，是要祂照著我的意思去做事，這個
就是加略⼈猶⼤的信仰。」親愛的家⼈，你是什麼樣的信
仰︖我聽得下話嗎︖我知道神把我帶來慕主祂的期待和⼼
願，為什麼這裡是我⽣命孕育的地⽅，不是在另外⼀個我
覺得很好的教會︖為什麼神把我的⽣命、把我的⽣活帶來
到跟這個教會連接︖「神，祢的⼼意到底是什麼︖」我不
要當海軍陸戰隊，太⾟苦了，我想要當康樂部隊，我想要
當什麼伙食部隊，我想到福利社去賣東西，我有我的想
法。所以親愛的家⼈，我無數次問我⾃⼰，我真的無數次
問我⾃⼰：「神啊，祢有休閒活動嗎︖神啊，祢喜歡打球
嗎︖」我很喜歡去爬山，我就說:「主耶穌，祢喜歡爬山
嗎︖」禮拜天早上你爬山，週六的下午其實我們都有蠻多
的活動，我們的聚會時間說實在的對於⼀些有孩⼦的家庭
真的有點不⽅便，因為最好的兒童活動⼤部分都在週六的
下午，真的不太容易，但神也在操練我們。�
你知道你在哪個軍隊嗎︖那⼀夜，耶和華的軍隊出發

了，神說：「那是我的軍隊。」這個元帥祂有祂的想法，
這個元帥祂有祂的⽅向，這個元帥祂有祂的編制。所以第
⼀個——⽿朵準備好了嗎︖求神給我們⼀個受教者的⼼，
⼀個可聽的⽿朵。阿們！�

第⼆個我要講的就是你的屬靈特質，你的軍⼈特質，
你必須要熱情地訓練，你才會脫胎換骨。其實我們教會蠻
喜歡講家⼈同⾏的。過去，我的⽣命當中有很多的不成
熟、不完全的部分，那時候其實我跟這個家，我跟這些弟
兄姐妹，我常常⼼裡話說不出來，所以就成為「假⼈同
⾏」，不是「家⼈同⾏」——在這個家的當中什麼話我都
可以說，但是真⼼話不說。所以我們要在家的道路上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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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要⼀起⾛，⼀個很重要的⽅向就是這是個軍隊，但也
是⼀個家庭。�
還記得利未牧師放的那個影⽚嗎︖把那個孩⼦挽回回

來，有沒有︖⼀起跳到⽔中，哎吆!我看了好感動。這跟我
們就不⼀樣了，以前我們那時候有參加⼀個調查軍官訓
練，我當時在臺灣，全台有⼤概160多⼈參加，北中南東四
個區域都帶來，當時就是說北中南東留下第⼀名的⼈就有
資格，他可以到美國的⼀個地⽅去訓練開⾞，那時候就來
訓練開⾞，開⾞就是當我開到旁邊，然後我往右邊⼀撇也
可以把別⼈⾞推開，我怎麼去跟蹤，我怎麼放監聽，我就
學這些東西。北中南東只挑⼀個⼈受訓，我就是北部的那
個代表，所以當有⼈要退訓的時候，我怎麼會去留呢︖我
怎麼會去留呢︖你跟不上了，受訓的機會只有⼀個，我要
啊，我們拼命啊、考試啊、訓練啊、練體能啊。所以我看
到利未哥放他那個時候年輕的照⽚，我就找不到，要不然
我也可以秀⼀下。我為什麼要那麼拼啊︖拼⼀個榮譽感！
軍隊當中我訓練的就是⼀個榮譽感。�
⽽是在我的信仰的道路的上⾯，我就要問我⾃⼰:

「主，今天教會有個訓練，我為什麼要來訓練︖我是要得
什麼︖我是要擁有什麼︖我去會什麼︖還是這個訓練可以
讓我能夠脫胎換骨，我脫去我⼀切的⽣命當中不成熟的部
分，以至於我可以真的家⼈同⾏。」我們來看看為什麼，
為什麼家⼈同⾏在教會當中不容易︖為什麼︖我們很容易
被冒犯了，我裡⾯有憤怒、有抱怨、有懷疑，我很容易跟
⼈家放棄，我裡⾯有驕傲，我有⾃私，我有野⼼，我不信
任，我沒什麼安全感，最重要是我還蠻懶，我很容易跟⼈
家爭競比較，我貪戀⾦錢，我愛宴樂，我違背⽗母，我喜
歡說讒⾔，就喜歡抱怨個兩句，我沒有辦法⾃約、性情兇
暴、不愛良善，更誇張的是賣主賣友、任意妄為、⾃⾼⾃
⼤、不愛神、有敬虔的外貌卻沒有敬虔的實意，這都是
《聖經》裡⾯講的。我們有沒有辦法家⼈同⾏︖你覺得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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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渴望跟這樣的家⼈同⾏嗎︖你會渴望嗎︖別說家⼈同⾏
了，跟他⼀起在同⼀個單位，我們要⼀起打仗，我都害
怕，我會不會是背後中彈那⼀個。親愛的弟兄姐妹，如果
我們沒有軍隊的體質，我們很難家⼈同⾏。�
前陣⼦利未牧師講到屬靈⽗母，我們要家⼈同⾏，我

第⼀個想到是「你家還是我的家「，對不對︖「你的爸爸
媽媽對你的⽅式，還是我的爸爸媽媽對我的⽅式︖牧師就
應該要多來探訪，牧師就是應該要很會教《聖經》，牧師
就是要有愛⼼，牧師就是要很慷慨，牧師就是要有能⼒，
牧師就是要很風趣，牧師就是要不能太嚴肅。」我們有太
多太多的想法，對不對︖「師母不能穿得太漂亮，也不能
穿得太寒酸，可以穿⾼跟鞋，但是不能塗指甲油，衣服最
好不能穿當季的，要穿過季的。為什麼︖太愛世界了！牧
師開的⾞不能夠太好，但也不能太差，太好的話覺得他貪
婪，太差的話，有失我們教會的顏⾯。」你怎麼做︖每個
⼈都有他的⼀個想法，我們對領袖有百般的要求，⼀參加
家⼈同⾏，⼀⼩家，我們對對⽅都有很多的要求。但⼀個
軍隊的體質，如果我們沒有真實進入到我接受⼀個訓練，
透過這個訓練讓我可以脫胎換骨的話，那麼我們在這個軍
隊的裡⾯，我們沒有辦法打仗，甚至沒有辦法家⼈同⾏。�
我們來看看《民數記》1章20節到43節，親愛家⼈們，

你看《民數記》通常第1章到第10章都會跳過去，都是講⼀
⼤堆⼈民⼀⼤堆⽀派，我們都會很少看，但你仔細看看他
們有⼀個共通的模組，他怎麼講︖來看:」誰誰誰的⼦孫的
後代照著家世宗族⼈民的數⽬，從……」紅⾊⼀起來念，
來，共有多少多少名，《民數記》⼀章45節總數，然後我
們⼀起來念⼀遍，來:「這樣，凡以⾊列⼈中被數的，照著
宗族，從⼆⼗歲以外，能出去打仗、被數的，共有六⼗萬
零三千五百五⼗名。」這個60萬是算什麼︖能出去打仗被
數的，不是只要你是男丁你就數噢，不，是能打仗的才
數。為什麼︖《民數記》是已經離《出埃及記》隔了多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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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︖出埃及430年那天到現在《民數記》在數的這時候隔多
久了︖隔40年了。過去的⽼的⽼死的死，倒閉在曠野的，
只剩下兩個碩果僅存的⽼⼈家，⼀個叫約書亞，⼀個叫做
迦勒，就剩這兩個⽼的了。⼀個85歲了，⼀個83歲了，都
蠻⽼了。年輕⼈新的⼀批上來了，各家族各宗派都⽣好
多，可是這個時候開始跟《出埃及記》不⼀樣的演算法。
《出埃及記》是凡是男丁的全部都算，到了《民數記》是
算什麼︖20歲以上凡能夠出去打仗被數的有多少⼈︖演算
法不⼀樣啦！�
教會不是看多少⼈來，教會是看有多少⼈是20歲以上

能打仗︔⼩家不是說你多少⼈有線上上，⼩家是算你多少
⼈是20歲以上可以打仗的︔牧區這⼀陣⼦都在調整，我們
現在在重組，這是神很細膩的安排。你知道部隊每次集合
第⼀件事情就幹嘛︖點名跟報數！對，點名報數
「123456789」，實到多少⼈，應到多少⼈，公差多少⼈，
對不對︖病號多少⼈，休假多少⼈，把⼈數搞得清清楚楚
的。�
親愛的家⼈，現在，我們應當是活在《民數記》當

中。我們要進到迦南美地之前，我們要常做的⼀件事情，
就是什麼︖點名。點名不是說他在查情，不是，點名我們
是在找出這個教會當中能夠出去打仗的將領，我說：「主
算我⼀份好不好︖」在這個名單當中，元帥在親⾃點的過
程當中，神在我們當中點，點到了我，我在20歲以內嗎︖
我是20歲以內，我是可以打仗嗎︖我來到教會那麼久了，
我可以嗎︖我成熟了嗎︖我夠嗎︖你要常常問這樣⼦⼀個
問題，不要忘了我們是軍⼈。�

《希伯來書》5章13-14節：「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
練仁義的道理，因為他是嬰孩。惟獨長⼤成⼈的才能吃乾
糧，他們的⼼竅習練得通達，就能分辨好⽍了。」剛剛利
未牧師在臺上報告兩個營會，有⼀個叫做「T2營會」，
「T」是什麼︖Transformation!轉變的營會。幾⽉幾號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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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才報告太快有點聽不到。還有⼀個叫做「⽣命更新
營」，我來教會還蠻久了，我的⽣命還夠新還不算⽼，應
該不⽤參加，在明年的1⽉14—15。為什麼要辦這些訓練︖
跟我有何關係︖因為我們在訓練你的⼼竅，經過習練，你
就可以通達，我要建⽴你的屬靈的肌⾁。親愛的家⼈，我
們太有⼀個習慣，有時候報告久了，我們會覺得跟我沒什
麼關係，有時候報告完就說那個不會是我要參加的聚會。�
在以⾊列⼈，他們《民數記》要出發的時候，他們吹

那個銀號，長聲⼀聲是什麼︖兩聲短聲是什麼︖最後⼀聲
的長聲是什麼︖每⼀個角聲都有意義。⼤家就知道：「我
要跟上，我要停⽌，雲柱⼀停我就停，雲柱起⾏我就起
⾏。」這是很清楚的。有沒有可能，角聲⼀吹，啊……吹
完了，然後你剛剛還在做飯弄孩⼦。」哎︖剛發⽣什麼
事︖你們幹嘛在收⾏李︖你們幹嘛在收帳篷︖噢，出發
了，你們先⾛，我待會跟上。」�
弟兄姐妹們，200萬⼈哪！」你先⾛，我待會跟上」，

你到哪裡去找部隊，你到哪裡去找你的單位，你到哪裡去
找啊︖如果我們沒有委身在⼩家，我們不緊緊跟隨我們的
牧區，有時候神在帶領整個教會⾛的⽅向，說實在我真的
保證你會越來越聽不懂，你真的不知道教會在幹嘛，然後
你還在那邊問：」我真的現在不知道教會在幹嘛」我有聽
過⼈家這樣講，為什麼︖因為臺上在報告，指明我們前⾏
的⽅向、前⾏道路的時候，我覺得「那跟我沒關係啊，那
樣的訓練跟我沒關係啊。」訓練是建造我們的肌⾁，訓練
是建造我的能⼒，訓練是使我裡⾯的⼈可以剛強起來。我
真的⿎勵親愛的家⼈，這兩場的訓練真的要把握。�
「屬靈⽗母和屬靈的家」，我要講講屬靈⽗母。剛剛

利未牧師他講得很清楚，你要去考量屬靈⽗母的這個訓
練。我要講為什麼要辦這個訓練。不是說你做⽗母你就可
以不⽤來，那個是想要帶⼩組的⼈來，不是噢！我在訓練
我成為⼀個屬靈的⽗母。你是⽗母沒錯，但是你有可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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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個屬世界的⽗母：我在乎孩⼦的功課，在乎孩⼦的品
格，我在乎孩⼦的才藝，我在乎孩⼦學習，但我從來沒有
去教導有關神的國度，什麼是進去天國的法則，我有沒有
教導我的孩⼦︖「虛⼼的⼈有福了︖因為天國是他們
的。」我有沒有告訴他你要使⼈和睦︖「使⼈和睦的⼈有
福了，因為你必稱為神的兒⼦。」我有沒有教導他「為義
受逼迫的⼈有福了︖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」我有沒有教導
孩⼦什麼叫天國的法則︖其實是每⼀個⽗母都應該要去參
加屬靈⽗母培訓的。你必須要知道，我在神給我這個產業
上，神給我的託付上，神給了我⼀個兒⼦，神給了我⼀個
女兒，我怎麼幫助他踏上屬靈的道路︖你真的仔細去看
看，有時候孩⼦叫不動或是叫不聽，誰的⼼最傷︖如果在
今天，你還是「這個好好吃噢！孩⼦這個課很棒啊！孩⼦
啊，你要好好讀數學。孩⼦你要好好讀書啊！讀歷史啊！
你讀電腦，將來這跟你的出路很有關係。」是在說這重要
嗎︖�
你想想看今天教會有很多的訓練，神祂以⽗母的⼼在

對我們說：「孩⼦，參加屬靈⽗母的訓練。」不是要讓你
將來說：「我準備要帶⼈」，不！我們正在預備，正在孕
育下⼀代的屬靈⽗母。我們正在孕育、我們正在培訓，⾯
對末後的時代，能夠起來幫助這個世代的年輕⼈，甚至幫
助他⾃⼰的孩⼦回應神的呼召的屬靈⽗母。屬靈⽗母的訓
練的確現在沒有線上上，都要來實體，真的有點⾟苦，你
知道時間是下午1:15到2:45，你知道那個時間剛好正是吃
完午飯很想要⼩睡⼀會的時刻，我就不知道利未牧師幹嘛
要挑那個時間，哪個時間不挑，挑那個時間。他不知道待
會有主⽇聚會嗎︖3點還有等候神，至少半⼩時可以休息⼀
下。感謝主，3:30—6:00，哇！那不是整個下午全部都在
教會了︖我的天哪！還只能請假⼀次，我已經準備好哪⼀
周我可能要請假⼀下，不是因為有事，因為是他說有⼀次
假的。我幹嘛要來參加屬靈⽗母︖為什麼要辦屬靈⽗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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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︖原因就是在於我要你知道，你站在⼀個很重要的位
分，就是我們剛所說的。你可以捍衛我們的兒女，你可以
教導我們的兒女，使他們⾯對這個世界上那些綁架等的不
良團體、犯罪團體有意識。你有沒有告訴過你的孩⼦說：
「路上的陌⽣⼈說‘妹妹弟弟我給你個糖果，你爸爸媽媽
不在，我帶你去找他好不好︖’」你有沒有這樣教導你的
孩⼦「這樣⼦的叔叔阿姨可以跟他去的」有沒有︖沒有
嘛！你剛才講說陌⽣⼈的糖果可不可以吃︖可不可以︖陌
⽣⼈說：「我帶你去找你爸爸媽媽，你可不可以去︖」你
有沒有教過這樣的話︖有啊。屬靈⽗母們所建造的就是這
個位分，我們正在教導我們的兒女⾯對撒旦惡者⼀切的欺
騙有分辨⼒啊！你覺得你不需要來上嗎︖�
「屬靈⽗母︖我沒有帶⼩家，我也沒有帶⼈，我想不

應該要去。」親愛的家⼈，知道吹角節那天神做了⼀個很
特別的事情，神做⼀個很特別的事情，你⼀定要聽。神在
吹角節那天，神藉Missy傳道做了⼀件事情，他在神的同在
當中，他宣告在我們的教會當中⼦宮要打開，慕主先鋒的
教會⼦宮要打開，⼀切掉胎的咒阻，在當天晚上完全地破
碎，所以不管是屬靈的或是真實⾁體的，⼀切那種會掉胎
的咒詛，奉主的名都完全地釋放和醫治了！我們在做什麼
知道嗎︖那個不是說讓凡想要懷孕的⼈都可以開始來懷孕
哈，⽽是我們⾁身的兒女神做了⼀個醫治，同時，神也做
⼀個醫治，就是讓這個教會的⼈開始可以孕育⽣育，我們
開始去養育下⼀代。有可能我們在這個教會已經很久很久
了，但我從來沒有去⾨訓過⼈或帶⼈，甚至是連我⾃⼰的
兒女，我都沒有好好地引導他⾛屬靈的道路。所以你覺得
我們需要上屬靈⽗母的課嗎︖我們真的很需要嗎︖還只是
「那個想帶⼩家的⼈去上就好了，我不是領袖，我也不是
帶領者，我想撒旦應該不會注意我。」我們都有這種好傻
好天真的想法「我的孩⼦他⾃然⽽然的會⾛上屬靈的道
路，即使我沒有成為屬靈⽗母」，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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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︖你連「來路不明的糖果不要吃」都會對孩⼦講，甚至
我們還會教我們的女兒「當你去任何地⽅，你離開視線再
回來之後那個飲料不可以喝」，你有沒有教過這個︖你為
什麼要教到那麼細︖為什麼︖不法的⼈太多了嘛！帶有噁
⼼的⼈太多了嘛！那你覺得撒旦惡者會比這些惡⼈還要好
嗎︖牠更是無所不盡其極地要得著我們的下⼀代，得著我
們的兒女！在臺上敬拜的這些孩⼦，那是他⾸要攻擊偷竊
的物件。所以你我要不要來上屬靈⽗母的課程呢︖需要
啊！我怎麼為我兒女禱告︖你知道怎麼為兒女禱告嗎︖你
知道怎麼帶領他踏上屬靈的道路嗎︖你知道怎麼引導他敬
畏神、認識神、愛神、切慕神嗎︖這是我們需要去教的。�
成為基督耶穌精兵，這是我們也要去上的，我為什麼

要幫助弟兄姊妹們踏上侍奉的道路，因為這是幫助你屬靈
體質提升跟結出聖靈果⼦的必然操練。你不服侍你怎麼會
有果⼦會呈現呢︖親愛的家⼈，果⼦的產⽣⼤部分都是在
我跟他的摩擦、他對我的誤會、我對他的解釋、我對他的
忍耐、他對我的信⼼、他對我的信任，我對他的這樣的良
善，他在對我的幫助……這種互動的過程當中，聖靈的果
⼦結出來。如果我不服侍，我也不想參加訓練，我不單是
可聽的⽿沒有辦法建造起來︔甚至在我⽣命當中，我們剛
剛所講的⼀⼤堆罪的纏累會粘在我的身上，粘得好緊好
緊，我沒有辦法脫胎換骨與家⼈同⾏的。�
《哥林多前書》15章51--52節，我們⼀起來念，來！

「我如今把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，我們不是都要睡覺，
乃是都要改變，就在⼀霎時，眨眼之間，號筒末次吹響的
時候︔因號筒要響，死⼈要復活，成為不朽壞的，我們也
要改變。」阿們！你會被改變！�
週⼆晚上是贖罪⽇的聚會。你知道嗎︖贖罪⽇是神在

《聖經》當中啟⽰，神在《舊約》當中啟⽰，⼀年當中與
神最親近的那⼀天。因為⼤祭司借著洗滌⾃⼰⾛進至聖所
與神相遇，那⼀天神悅納了⼤祭司的祭，以至於神就把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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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愛，神將祂的同在，神將祂的豐盛，神將祂寶⾎的洗
滌，在贖罪⽇那⼀天充滿運⾏在整個以⾊列全地。�
如果你現在正在疾病的當中，贖罪⽇的晚上你⼀定要

來︔如果你現在真的很痛苦，你多年來的盼望⼀直沒有辦
法實現，家⼈可能已經傳出去好久了，他都沒有信主，週
⼆的晚上你必須要來。因為這是⼀個經歷到神的恩寵、神
的⼤能、神的寶⾎的潔淨，讓你與祂更靠近，以至於祂的
恩寵、祂的祝福、祂的喜樂、祂的能⼒、祂的醫治要充充
滿滿運⾏在教會的期間的時刻，週⼆晚上的贖罪⽇對您⽽
⾔可能只是7:00—8:00兩個⼩時，但是卻是耶穌基督⽤⽣
命所犧牲所換來的，因為祂要得著真兒⼦。所以週⼆的晚
上7:00—9:00就在⼤堂當中神要做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因
為未來的2023年，猶太曆5783年，對於整個時局，整個世
代的經濟，對於整個世代的壓⼒是越來越困難，神藉著疫
情造成整個經濟的崩盤，神藉著這次的疫情造成⼈與⼈之
間的距離的開始陌⽣、開始拉⼤，神藉著這次的疫情讓許
多的教會沒有辦法好好聚會，許多⼯作沒有辦法延續，神
在藉著這種震動的預習讓我們去學會我怎麼樣更緊緊地聯
於神。�
贖罪⽇是叫⼀切能夠翻轉的⼀個時刻，我深深的相信

贖罪⽇的當中，你⼀切的罪得赦，你⼀切的疾病可以得到
醫治。在贖罪⽇當天的晚上，我相信你過去⼀切的壓⼒，
⼀切你失眠的、焦慮的、憂慮的、恐慌的，在那⼀天當中
與基督耶穌的親近，神會帶給你從神⽽來屬天的安息跟平
安。在贖罪⽇的晚上，你⼀切所有的痛苦，⼈際關係的痛
苦、婚姻的痛苦，在贖罪⽇那天的晚上，你把⼀切的交托
全部都帶到神的⾯前，「主，過去的就過去了，我要⼀個
新的⼈⽣！」贖罪⽇當天你能不來嗎︖有時候我們不來，
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神要做什麼，如果你知道神要做什麼，
你早就⾶奔禮拜⼀晚上就在這邊紮營排隊了。�
你仔細看看那些的演唱會，週六開始禮拜三就有⼈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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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排隊了，不是嗎︖因為他知道他可以⾒到他最愛的偶
像，如果你知道贖罪⽇主耶穌做了什麼，⼀位⼤祭司為我
們獻上，叫我們可以靠著祂的恩典，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地
進入到至聖所與祂相遇，求恩惠、求憐憫，作我們隨時的
幫助。贖罪⽇你我怎麼會放掉這麼好的⼀個機會︖�
我不來嗎︖婚姻我渴望得到突破，兒女的關係我渴望

得到改變，在我的⼯作、在我的經濟上⾯我有好多的難
處，再說實在話，對於基督的真理我好多都不明⽩，但是
猶太⼈（以⾊列⼈）從來也不敢輕忽這⼀⽇，因為他知道
那⼀天是翻轉的⼀天，週⼆晚上贖罪⽇是天開的⽇⼦，我
們⼀起⾛進這個神祝福的⽇⼦。�
我⼼中很深的⼀個負擔就是：如果你曾經因為對慕主

先鋒教會失望，或者是你被冒犯，你離開的，我⿎勵你，
在住棚節的時候回到我們當中，這是你⽣命開始孕育發展
的地⽅，這裡是你屬靈的家。你可以找到⼀個快樂的教
會，你可以找到⼀個你喜歡的教會，但我真的實在的說，
這是你屬靈孕育的⼀個家。你可能沒有辦法找到真實靈裡
讓你可以滿⾜的地⽅，住棚節是⼀家可以歡聚在⼀起吃
飯，享受神把我們從曠野帶出來的⼀個紀念的⽇⼦，如果
過去你真的曾經對這個教會很失望，你有很多的誤會，你
有很多的被冒犯，你有很多的不諒解，以至於你離開的，
我⿎勵你，住棚節你⼀定要回到我們當中，因為這是神要
把愛在你⽣命當中再⼀次重新更新和恢復的⽇⼦。如果你
過去是⼀個很熱情侍奉的⼈，各樣⼤⼩的侍奉你都參加，
慢慢、慢慢你在侍奉上⾯你已經找不到熱情，你已經失去
熱情了。我⿎勵你，住棚節的時候回到這個地⽅，藉著贖
罪⽇與主住棚節的同在，你裡⾯的熱情會重新地被點燃跟
被恢復，這是我衷⼼所講的，這就是住棚節，這就叫做贖
罪⽇。絕對不是只是⼀個額外的聚會，給那些很屬靈的⼈
去參加的。不是！贖罪⽇跟住棚節是讓你我的⽣命被翻
轉，可以經歷到神的⼤能，⽽且讓過去⼀切的誤會、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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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痛苦、⼀切的隔閡、沒有辦法相愛、沒有辦法合⼀，所
有的原因你都把它帶來，在住棚節當中是神要解決的⼀個
⽇⼦。阿們！是神要恢復的⽇⼦，是神要讓我們有個重新
開始的⽇⼦。阿們！�
最後，軍隊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⼠氣！「可聽的

⽿」預表這種健康︔「接受訓練」是讓我裡⾯的熱情恢復
過來︔「⼠氣」是讓你整個身體強盛強壯，你可以開始施
⾏神在你我⽣命當中甚至神在教會當中所放下的權柄。�
《哥林多後書》10章4—5節，我們⼀起來念，來，

請！「我們爭戰的兵器，本不是屬⾎氣的，乃是在神⾯前
有能⼒，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，將各樣的計謀，各樣攔阻
⼈認識神的那些⾃⾼之事⼀概攻破了，又將⼈所有的⼼意
奪回，使他都順服基督。」阿們！《孫⼦兵法》裡⾯有⼀
句話，叫做「不戰⽽屈⼈之兵」，最⾼的戰爭的策略就是
不打仗，讓你看到我們的⼠氣，你不敢跨雷池⼀步。�
我最喜歡看⼀種電影，就是只有四五個⼈或者是⼀兩

百⼈，可以跟那個兩三千⼈的部隊，然後「啪啪啪啪」，
然後最後兩三千⼈全部死光，然後最後只有這五六個⼈存
活下來。我最喜歡看這種以⼩搏⼤的電影，關鍵不在武
器，關鍵不在⼈數，關鍵在什麼︖⼠氣！我絕對能夠把你
們打下來！�
吹角節在當天，我們有位姐妹看到⼀個異象，當我們

在⼀起同⼼合意⼀起圍著圈圈⼀起禱告的時候，甚至是我
們在⼀開始敬拜的時候，她就看到⼀個異象，有獅⼦在我
們的當中，我就說：「神啊，什麼時候也讓我可以看看異
象!」看到⼀隻獅⼦在我們當中是什麼感覺?但我憑著信⼼
相信「獅⼦在我們的當中」，江媽媽在那⼀天就提醒我
們，這正是我們要開始起來施展神的權柄和⼤能的時刻。
當教會同⼼合⼀，我們⼀起禱告，神的同在我們的當中，
甚至連⼀切的疾病、仇敵都在我們⾯前站⽴不住。�
所以從吹角節進入到贖罪⽇，我與主的關係完全地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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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，我進入到住棚節不單只是⼀個吃飯⽽已，我們正在施
⾏⼀個神的家中的⽂化——⼤能的權柄，那就是當我為著
我的家禱告的時候，我的家可以改變︔為著我的健康禱告
的時候，健康可以改變︔甚至我們開始可以為城市來禱
告，為加州來禱告，我們為美國來禱告「主啊，復興這
地!」因為獅⼦在我們的當中，君王在我們當中，祂要開始
施展祂的權柄和能⼒！這就是我所盼望的，這不是我的個
⼈能⼒有多⼤，⽽是有權柄在我們當中，有君王在我們當
中，我的⼠氣就可以彰顯出來，神的權柄啊！我裡⾯有能
⼒啊！我裡⾯有盼望啊！�
最近有個新聞真的是很觸動到我的⼼。古巴共產國家

舉⾏公投，9⽉25號的當天，他們批准同性婚姻合法化，你
們知道這個新聞嗎︖他說他是「千禧世代覺醒世代」。極
左派的⼀個年輕⼈，35歲的莫⾥奇，刺青總統，史上最年
輕的總統，在智利當上了總統了，他誓⾔：「我上任的第
⼀天，我要簽署‘同性婚姻’，我要讓‘墮胎合法化。’」�
這陣⼦全球⾼溫。你還記得上個⽉我們在灣區夠熱

了，家中沒冷氣的⼈，我們都很⾟苦。可是你知道這陣⼦
乾旱的災情，所有農作物⽋收。預⾔2022年的年底到2023
年的開始，將會造成全球的糧食⼤危機，戰爭已經在⾨⼜
了。�
你不要⼩看智⼒這個國家，是⼀個75—80%的⼈信天主

教國家，是⼀個很保守很保守的國家。前陣⼦⽇本⾸相被
⼈刺殺，對不對︖你知道，他死的時候，我非常注意他第
三天會不會被復活，你們都沒想，只有我，你知道為什麼
嗎︖因為敵基督被預⾔他會死，然後三⽇會復活啊，好
險！好在他沒復活！烏克蘭的總統澤連斯基有猶太裔的背
景，他要促進整個全球的合⼀，所以在歐洲、在英國、在
美國各地的演講，好多⼈都願意⽀持他，他能夠達到全球
合⼀的⼀個地步，充滿魅⼒，對不對︖⼀個電影明星到⼀
個總統，⼈家就說：「普京他是總統，把⾃⼰當做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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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uTube在演，但是澤連斯基本來是YouTube，竟然當了個
總統。」我就在想：「他會是敵基督嗎︖」我開始注意各
國，「這個⼈會是嗎︖他是嗎︖35歲總統上來，古巴那個
會是嗎︖七頭⼗角︖誰上來誰下去︖誰被刺殺︖」我很關
⼼這些事情。敵基督要出現了嗎︖現在講究全球的合⼀！
2016年開始，梵蒂岡他們促進所有宗教的合⼀，喇嘛、猶
太教、牧師、法師、道師……，管你什麼教的，宗教合
⼀。�
所以你知道︖現在我要做⼀件事情，我在神⾯前我迫

切的禱告主，幫助我活到90歲，你們⼀定不懂為什麼︖我
開始戒糖︖我開始不吃糖，我開始好好運動，以前幾乎都
坐在椅⼦上⾯，沒好好運動，我開始吃健康食品！加⼯食
品我開始不吃了。以前超愛吃零食跟加⼯食品，求主憐憫
我！開始不吃，因為我開始⽴志在神⾯前說：「主，我要
活到90歲。」因為我要告訴下⼀代，哪⼀個是敵基督︔我
要告訴下⼀代，會造成全球合⼀宗教的那個⼈是敵基督︔
我要告訴我們的下⼀代，會在耶路撒冷把聖殿建造起來的
⼈，那個是敵基督︔我要告訴，是死後三天又復活起來
的︔⼀定會有個「迷⼈」的⼀個政治領袖，⼀個政治家，
他促進「世界的合⼀」，他簽訂《和平的條約》，他突然
會被刺殺，三⽇復活，他是敵基督。�
我要活到90歲，我要告訴下⼀代，我要告訴教會，這

是「敵基督」，這是「假教師」，這是「假先知」！我要
做這件事情，因為我要讓教會的下⼀代⾯對這些屬靈征戰
的時候，他們能夠得勝，他們能夠分辨，所以我們屬靈⽗
母，我們能不起來嗎︖我們能不説明我們的下⼀代去做分
辨的⼯作嗎︖我們對敵基督太不瞭解的。親愛的家⼈，
「敵基督」是從教會裡⾯產⽣的，他會借著教會裡⾯我們
只講「愛」，是⼀種沒有「紀律的愛」，是⼀種「⼈本主
義的愛」，是⼀種「社會主義的愛」，我們包容⼀切，包
容淫亂、包容姦淫、包容混亂，我們包容⼀切的污穢，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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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叫做「愛」。�
親愛的家⼈，這個很合乎我們下⼀代的「胃⼜」，我

要站出來教導我們的下⼀代，屬靈⽗母我們⼀起站起來，
告訴我們的下⼀代：「他是敵基督！」教會要站⽴！教會
要站穩！「因我們並不是與屬⾎氣的爭戰，乃是與那些執
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
魔爭戰。」如果我們看得⾒的敵⼈是這麼的可怕！我告訴
你，看不⾒的敵⼈更可怕！因為你不知道你要付上多⼤的
代價，我⼀點點的放縱私欲，我⼀點點的順著情欲撒種，
我⼀點點的情欲，⼀點⾁體的試探，我⼀點點驕傲的試
探！親愛的家⼈，這⼀切⼀切都要⽤我的⽣命、⽤我的尊
榮、⽤我的冠冕、⽤我的榮耀，以及在《哥林多前書》4-5
章講的「榮光」，⽤這⼀切去換回來的。�
為什麼基督徒會哀哭切齒︖就是因為在今世所有⼀切

我本該去犧牲的、我本該去踏上的、我本該去接受訓練
的，我都不在意，以至於我的榮光沒了、我的榮耀沒了、
我的冠冕沒了、我的尊貴沒了、我的祝福沒了，是因為看
不⾒的敵⼈，我在這⽅⾯妥協了，以至於我的榮耀失去
了，我不知道這是⽤我這些代價換回來的。�
如果我們都不清楚這些，我們做爸爸媽媽的，我們做

屬靈⽗母的、我們做領袖的都不清楚，我們怎麼幫助我們
的下⼀代更能夠去分辨現在撒旦惡者在教會裡⾯所做的的
⼀切的⼯作︖我們都認為我應該不會那麼倒楣！牠應該不
會來攻擊我！我們還有存在這種很傻很天真的想法！�
但是我不是要⼤家陷入到⼀種的沮喪的裡⾯，或是陷

入到⼀種無望的裡⾯。以西結看到的比我們更慘更糟糕，
他看到整個以⾊列像是無望的枯骨⼀樣，但神對以西結
說：「去！對那些骸骨發預⾔。去！對沒有希望的⼈去發
預⾔。去！對那些已經死透的⼈發預⾔！」以西結就照做
了。我們⼀起來念：請！「主對我說：‘⼈⼦啊，你要發
預⾔，向風發預⾔，說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氣息啊，要從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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⽅⽽來，吹在這些被殺的⼈身上，使他們活了。’於是我
遵命說預⾔，氣息就進入骸骨，便活了，並且站起來成為
極⼤的軍隊。」再來⼀次：「氣息就進入骸骨變了，並且
站起來成為極⼤的軍隊。」神要我們有個概念，不是這個
⼈信主就好，有骨頭、長⾁、長筋就好了，長⽪像個⼈⼀
樣了，以前死在那裡，像個死⽼百姓的，現在來聚會了，
感謝主！太棒了，神做⼤事了，神沒有滿⾜！神說：「叫
這個⼈復活，叫這個⼈長⾁、長骨、長⽪、長筋，因為他
們要成為軍隊！」再來⼀次，「神不會因為⼈的復活⽽滿
⾜，神要以西結去發⼀個預⾔，對骸骨去發預⾔，對沒有
盼望的⼈去發預⾔，對那些死透的⼈去發預⾔，神說：
‘他們不單是要復活，還要成為極⼤的軍隊。’」所以親
愛的家⼈，對你的配偶不要放棄好嗎︖哪怕他現在長得像
骸骨⼀樣，對他說：「神的氣息吹入到他的裡⾯！」對你
的兒女去說預⾔「氣息進入到我的兒女的裡⾯！」⼩家長
們對你的⼩家員說：「氣息吹入到他的裡⾯。」那個⼈已
經好久沒有來聚會了，已經失聯了，zoom⼤概兩三個⽉才
會上來⼀次啊，我們偶爾聚會，他才會來出現的，他最需
要你去對他發預⾔，說：「氣息吹入到骸骨的裡⾯，吹入
到他的裡⾯，讓他起來，讓他復活，還要成為極⼤的軍
隊。」親愛的家⼈，這就是我們的呼召，這就是軍⼈體質
的恢復，可聽的⽿，訓練使我脫胎換骨，脫掉⼀切的舊⽪
袋，⼠氣如虹。因為主在我們的當中，我可以拿到這個權
柄，我可以去發預⾔︔我可以拿到這個權柄，我可以為⼈
按⼿禱告︔我可以拿到這個權柄，我開始去勇敢的去傳福
⾳，因為君王在我們當中了！阿們！�
要參加晨禱嗎︖要參加禱告會嗎︖早上7點哦！很早，

聲⾳少了⼀點了。要參加禱告會嗎︖要參加主⽇嗎︖親愛
的家⼈們、屬靈⽗母的訓練是那些屬靈⼈去的嗎︖是誰︖
是我們啊！真的沒有別的，是我們！如果對於教會在吹號
前⾏的聲⾳和⽅向我都充⽿不聞的話，我怎麼跟得上神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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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的帶領︖各樣的訓練，要訓練好我的肌⾁，讓我能夠
脫掉這個世界⼀切污穢敗壞和在我身上的纏累，我們剛剛
列了⼀⼤堆：不安全感、說謊⾔……⼀⼤堆的！如果不訓
練，你沒有辦法脫落掉︔你不訓練，脫落不掉。�
最後我有⼀個很深的負擔。親愛的家⼈，不要再讓線

上的聚會使你滿⾜，耶和華的節期是要到實體來，與神⾯
對⾯的時刻，節期我可以不明⽩真實的意義。舊約的⼈他
們過節期，他們也不懂那些殺⽜宰⽺到底預表什麼。住棚
節是要去拿⽔，從聖殿的樓梯這樣倒，去西羅亞池倒⽔裝
在這邊，讓⽔從梯樓上流下去，他們做了2000多年，不懂
為什麼，直到耶穌基督釘⼗字架的前⼀年的住棚節，耶穌
站在聖殿⼤聲的說：「凡⼜渴的可以到我這裡來，我要使
你不再饑渴，要在你的腹中開始流出活⽔的泉源。」這是
主耶穌在住棚節裡⾯說的，我可以不懂，但是當主耶穌⼀
說話，話語就帶出能⼒。住棚節的節期（10⽉15—16號）
就是凡⼜渴的，你把他帶來︔凡有疾病的，你把他帶來︔
那些已經失去熱情了，把他帶來︔那些充滿著誤會，好像
被冒犯，已經失望了，已經離開的，把他帶來，因為在那
⼀天神的活⽔要來充滿。阿們！�
我們都站⽴起來，我們禱告三件事：�
第⼀，「主！求祢給我⼀個可聽的⽿，幫助我真的在

我參加晨禱、或者是我參加禱告會、參加⼩家的時候，我
不是去報到，我也不是露個臉‘我來咯！’」向神求賜你
可聽的⽿，你可以聽得到神的聲⾳，向神求！�
第⼆，你求神幫助，說：「屬靈⽗母祢要怎麼訓練︖

我這是屬靈⽗母的訓練，祢要怎麼成全我︖這是屬靈⽗母
的訓練，祢要怎麼來提升我︖主教導我，怎麼教導我的孩
⼦，幫助我怎麼去幫助我的下⼀代，我可以捍衛教會的下
⼀代，我可以保護我的下⼀代，他可以識破仇敵惡者⼀切
的作為，他能夠保護⾃⼰，還可以保護他周圍的⼈。」�
第三、你可以向神禱告，求主給你權柄！求主給你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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柄！你可以去發預⾔，對你的家發預⾔，對你的健康去發
預⾔，對加州發預⾔，對美國發預⾔，說：「氣息進入到
骸骨，氣息從四⽅吹來，氣息吹到我的家，吹到我兒女的
身上，讓骸骨變為極⼤的軍隊。」�
我們來禱告這三件事好嗎︖我們⼀起來開⼜禱告，

請！�
給我⼀個可聽的⽿，我要聽到祢的聲⾳，求祢訓練

我，救我脫離⼀切的纏累，讓我知道我怎麼做⼀個屬靈⽗
母︖氣息的幫助我去宣講，在你的全民當中去看，氣息從
四風吹來吹進我的家吹進，氣息吹入到我的家，氣息要吹
到我的全⼈，氣息吹到我上班的地⽅，祢來！�
慕主先鋒教會的⼦宮已經打開了，我們開始⽣育！開

始⽣養了！我們同聲禱告復興要來了！我要回應呼求主，
你給我⼀個機會，我要成為屬靈⽗母，我可以開始⽣育，
我開始可以⽣育，哪怕那個物件是我的孩⼦，我要把他帶
到屬靈的道路上⾯，不是屬世的道路的上⾯，說：「主，
我在這裡！我要成為屬靈⽗母，把迫切要孩⼦的⼼給
我。」如果是你，⿎勵你到前⾯來！⿎勵你到前⾯來說：
「主幫助我，我接受訓練。幫助我，我要成為真實的屬靈
⽗母！給我⼀個機會！我可以去帶⼈，或許我現在不⾏，
但是借著訓練擴張我的⽣命，擴張我的肚量。主！求祢幫
助我！把哈拿要孩⼦的⼼給我，把撒拉要孩⼦的⼼給我，
把利百加要孩⼦的⼼給我。」這是呼召，我們不再沉睡。
我們是教會，我們是新婦！如果你說：「主，我願意！我
來當屬靈⽗母，因為我要來建造我的兒女，我渴望幫助他
們也⾛上⼀個屬靈的道路，讓他們真知道天國的法則，知
道神做事的法則。」我⿎勵你要站出來，因為你站出來你
正在向神求⼀個恩寵。�
在住棚節，在贖罪⽇的這段期間，有⼀個恩膏要從臺

上流下去，有⼀個祝福的恩膏、乳養的恩膏、牧養的恩膏
要流出去，祂會教導你怎麼來乳養你的兒女，祂會教導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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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乳養你的下⼀代，祂會把智慧賜給你，祂會把⾔語賜給
你，祂會把知識賜給你，祂會把能聽的⽿賜給你！�
「主，給我可聽的⽿，我要聽到你的聲⾳。給我⼀個

機會，我也起來做屬靈⽗母，不是因為我能，⽽是我願
意。主啊！謝謝祢。我們是教會，求你把撒拉要兒⼦的⼼
給我，我們迫切的要，把哈拿要孩⼦的⼼給我。我代表慕
主向你要，把孩⼦給我們。主，把新⽣的兒⼦、新⽣的靈
魂給我們。我向你求，你把靈魂賜給我們，把得救的靈魂
天天加給我們。我們傳福⾳已經失望的⼈，主，再次的把
他提升起來，不放棄，我們再次起來，能夠去乳養他們，
去建造他們！希望在這次屬靈⽗母的訓練當中，主，我要
有份在這其中，主給我⼀個機會餵養我的下⼀代，餵養我
的下⼀代。教會要興起，軍隊要興起，宣告軍隊要興起！
勝過仇敵惡者⼀切的犯罪⼿段，借著訓練脫落我⼀切的敗
壞，借著訓練脫落我⼀切的軟弱，借著訓練脫落我⼀切裡
⾯的污穢和罪惡。贖罪⽇帶我進入到祢的恩典裡，我們進
入到祢的⼼裡，我們進入到祢的真理，主！把⽣育的能⼒
給我們，把上⾯的能⼒給我們，主啊！餵養我們的下⼀
代，教會剛強得勝！我們宣告我們有權柄，我們是教會！
氣息從四⽅吹來，氣息要從四⽅吹來，氣息吹在骸骨的上
⾯，氣息要從四⽅吹入，氣息要從四⽅吹入，復活！枯骨
要復活成為極⼤的軍隊，成為極⼤的軍隊，靠主有⼀個健
康的熱情，全然得勝的⽣命給我們，仇敵在我的⾯前站⽴
不住。氣息吹入到我的家裡，氣息吹在我的先⽣的身上，
氣息吹在我兒女的身上，氣息吹在弗⾥蒙特整個城市，吹
在邁阿密，吹在聖荷西，吹在這裡！枯骨復活！骸骨復
活！不再沉睡！極⼤的軍隊！不再沉睡！不再沉睡！這將
成為極⼤的軍隊。主啊！釋放我們剛強，釋放我們⾃由！
是的，主啊！我們為祢燃燒，我們要成為祢的軍隊，我們
要成為祢的軍隊，使⽤屬靈⽗母，是我！教導我怎麼帶我
的兒女。主給我⼀個機會，可以幫助下⼀代勝過敵基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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幫助我的下⼀代勝過敵基督，幫助我的下⼀代為你剛強站
⽴！攻破⼀切仇敵的作為，攻破⼀切攔阻⼈認識神的⾃⾼
⾃⼤之事。主啊！我讚美祢，把⼈的⼼意奪回，歸向基
督，我們是軍隊，不再沉睡，讓我們聽⾒祢的呼召，我願
意去回應。主！讓講臺的每⼀次的報告對我⽽⾔，這是祢
對教會⾏動的帶領，求祢讓我不輕忽，讓我可以聽⾒，這
是祢的帶領，主幫助我，借著每⼀次的訓練，把我身上⼀
切纏累除去，都完全的脫掉！不安全感、爭競、比較、軟
弱、懷疑、沮喪，貪戀世界、⾁體的情欲，眼⽬的情欲在
我的身上完全的脫落。主！我要回應你，我要做屬靈⽗
母，這是你的應許，這是你的呼召，我不會，主，但我願
意！在祢的能⼒、在祢的同在當中，我要宣告，我要預
⾔：氣息從四風吹來，氣息吹到我的家中，氣息吹在我的
⼯作的場所，氣息吹在整個教會，吹在費裡蒙特，吹在我
們Mission� San� Jose，枯骨要復活！枯骨要起來，成為極
⼤的軍隊說：「我讚美祢！我讚美祢！哈利路亞！我讚美
祢！」�
5783的第⼀個主⽇，我回應，我在這裡，我回應我在

這裡，我要不⼀樣！說「孩⼦都可以站在這邊來敬拜
了！」說「我也要不⼀樣。」主啊！我要起來保護我的下
⼀代，我要起來保護教會的下⼀代，主啊！我要護衛我們
的神國的下⼀代，謝謝祢！謝謝祢！垂聽我們的禱告，奉
靠耶穌基督榮耀的聖名，阿們！�
我們來唱這⾸詩歌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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